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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公安部统计，2018 年全国新注册登
记机动车 3172 万辆，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3.27 亿辆，其中汽车 2.4 亿辆，小型载客汽
车首次突破 2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突破 4
亿人，达 4.09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3.69
亿人。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2.4 亿辆，比 2017 年增加 2285 万辆，增长
10.51%。从车辆类型看，小型载客汽车保
有 量 达 2.01 亿 辆 ，首 次 突 破 2 亿 辆 ，比
2017 年增加 2085 万辆，增长 11.56%，是汽
车保有量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私家车
（私人小微型载客汽车）持续快速增长，
2018 年保有量达 1.89 亿辆，近五年年均
增长 1952 万辆；载货汽车保有量达 2570
万辆，新注册登记 326 万辆，再创历史新
高。从分布情况看，全国有 61 个城市的
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27 个城市超 200
万辆，其中，北京、成都、重庆、上海、苏
州、郑州、深圳、西安等 8 个城市超 300 万
辆，天津、武汉、东莞 3 个城市接近 300 万
辆。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261 万辆，去年
增加 107万辆。

2018 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261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09%，与 2017 年
相比，增加 107 万辆，增长 70.00%。其中，
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211 万辆，占新能源汽

车总量的 81.06%。从统计情况看，近五年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年均增加 50万辆，呈加
快增长趋势。

汽车转移登记业务量持续增长，二手
车交易市场日益活跃。

2018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
2128 万笔，其中汽车转移登记 2058 万笔，
占 96.72%，比 2017 年增加 177 万笔，增长
9.44%。从统计情况看，近五年汽车转移
登记与注册登记业务量的比例由 0.55 上
升至 0.77，反映出二手车交易市场日益活
跃。

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4.09 亿人，近五
年年均增量超过 3000万人。

近五年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呈现
持续大幅增长趋势，年均增量达 3012 万
人。2018 年，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4.09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达 3.69 亿人，
占驾驶人总数的 90.28%。从驾驶人年龄
看，26 至 50 岁的驾驶人达 3 亿人，占驾
驶人总数的 73.31%；18 至 25 岁的驾驶人
达 5136 万人，占 12.55%；51 至 60 岁的驾
驶人达 4663 万人，占 11.40%；超过 60 岁
的驾驶人达 1123 万人 ，占 2.74%。从驾
驶人性别看，男性驾驶人达 2.86 亿人，占
69.87% ；女 性 驾 驶 人 1.23 亿 人 ，占
30.13% ，比 2017 年 提 高 了 1.34 个 百 分
点。 据人民网报道

为了能在课堂上抢到一个座位，每次
上课前半个小时，许多同学就已赶到教
室；没有座位的学生，挤满了走道，宁愿站
上两个多小时，也要把课听完……这是华
中科技大学思政课《深度中国》授课时的
常态。

思政课程，何以受到学生“热捧”？成
为“爆款”课程背后，《深度中国》又有着怎
样的历程？

“打开一扇窗，更加全面、深度地
了解了祖国”

青年教师邹旭怡、刘兴花，在课堂上
“碰撞”起了观点。

这是《深度中国》课程第五讲“乡关何
处——‘农民究竟应该是进城还是返乡’”
授课中的一幕。

台上，两位老师围绕“进城还是返乡”
展开激烈辩论；台下，同学们听得聚精会
神，不少人还通过课堂上使用的“微助教”

“微弹幕”等新媒体应用工具，发送“弹幕”
观点、实时互动。

无论是从每堂课的授课教师人数、授
课方式，还是与学生的互动方式等来看，

《深度中国》课程都可谓另辟蹊径。而类
似的形式创新、内容创新和方法创新，贯
穿于课程始终。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黄岭峻教授介绍，课程结合的，多是开课
一段时间内广受关注的话题，比如中美经
贸摩擦、精准扶贫等。避免“填鸭式”的教
学，将思政理念融入“接地气”的教学全过
程，让学生在思辨中增进对中国道路的自
信，增进对中国方略的认同。

每学期的十二次课，分别确定不同的
主题，结合不同主题，又推出了专题式、辩
论式、对谈式等形式多样的授课方式。

“专题式主要由一位老师主讲，辩论
式由两位老师分正方、反方共同主讲，对
谈式则是三位或多位老师共同参与，在对
谈中交流真知灼见。不拘一格，根据课程
的需要灵活选择。”授课教师李建国副教
授说。

《深度中国》课程还广泛“借智”，除
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任课老师之
外，还广邀校内外名家学者。华中科技
大学党委书记邵新宇、原校长丁烈云，以
及武汉其他高校的知名学者，都曾登上

讲台。
更有深度的内容、更有新意的表达，

赢得了学生们的更多共鸣。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学生王孙超感

慨：“课程回答了我们很多疑惑，也为大家
打开了一扇窗，更加全面、深度地了解了
祖国。”

“有的学生，原本对思政课存在偏见
和误解，认为课程枯燥、不易理解。《深度
中国》课程希望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一种
尝试。”授课教师闫帅说，“思政课不能‘曲
高和寡’，贵在‘润物细无声’。”

“在授业解惑中，引人以大道、启
人以大智”

对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6 级
学生丁健豪而言，精准扶贫，原本是一个
有些遥远的概念。

听了《深度中国》课程：“从精准扶贫
看大学责任——来自澜沧江边的故事”这
一生动结合一线支教故事的专题内容，让
他印象深刻。“学以致用，以后我要争取用
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为推动贫困地
区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
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
唤醒另一个灵魂。”教师李晶说，“能够启
发学生思考，给学生带来触动，课程的目
的就实现了。”

《深度中国》课程，同样为青年学子们
提供了更多观察中国和认知世界的视角
和方法。

谈及民主问题，课程以部分西方国家
的大选为例，直击“金元政治”的弊端，“我
们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体现大多数人意
愿，更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通过国际比较，我们更加全面、深度
地了解了当今中国的发展。这也让我们
懂得要更加主动地去关心国家大事，更加
明白作为大学生应有的责任与担当。”管
理学院学生蔡嘉琪说。

“大学时代，就像学生进入了小麦的
‘灌浆期’，这个时候阳光、水分跟不上，就
会耽误一季庄稼。思政课，就是要给学生
的成长提供更多的‘阳光’‘水分’。”华中
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
院党委书记胡艳华说。

邵新宇说，创新高校思政教育工作，
离不开更有贴近性的载体。“大学之为大，
就是在授业解惑中，引人以大道、启人以
大智，使人成为栋梁之材。思政教育，要
不断探索将‘高度’与‘温度’结合，把‘天
下事’更好地讲成‘身边事’，立德树人，打
造‘有灵魂的卓越’。”

“既有高的‘到课率’‘抬头率’，
又有正确价值观的‘入脑’‘入心’”

“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信一

样的雪花白／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
待……”

当余光中先生的《乡愁四韵》，伴随着
悠扬的旋律在教室中回荡，思乡爱国之情
深深地感染着莘莘学子。初冬时节，一学
期的《深度中国》课程画上句点。

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对
时事热点的讲解与分析中，《深度中国》课
程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当代
中国以及外部世界，引导学生“理解中囯、
认同中国、振兴中国”，进一步增强了“四
个自信”。

“聆听课程，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
我们的国家。我们在享受制度优势的同
时，也要理解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
程，我们会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自动化
学院学生戴志伟说。

“我们需要在未来保持这种关注国事
的态度，将从这堂课中学到的思考方式和
角度应用在之后的生活中，不断学习、不
断探索、不断进步、不断践行，为祖国的发
展作出贡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学
生马富为说。

《深度中国》课程，也是华中科技大学
不断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
个缩影。

邵新宇介绍，学校正着力全面抓好
“思政课程”建设，努力构建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的大思政教育体系，打造一批课程
思政示范课堂，推动形成专业课教学与思
政课教学紧密结合、同向同行的育人新格
局。

“《深度中国》不仅是课程的创新，也
是一次成功的思政课改革探索。”湖北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高校工委书记
王艳玲说。

湖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日前
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全省高校“五个思
政”建设现场推进会。 128 所高校党委
负责同志、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等参加
会议，并观摩了《深度中国》课程教学演
示。

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陶宏说，只有遵循
思政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
学生成长规律，才能像《深度中国》课程一
样，既有高的“到课率”“抬头率”，又有正
确价值观的“入脑”“入心”。

新华社武汉1月12日电

新华社上海1月12日电 两台机器
臂 3D打印系统，共用 450小时打印完成
的混凝土步行桥，全长 26.3米，宽度 3.6
米，单拱结构……这是一座真实的 3D
打印混凝土步行桥。研发团队表示，这
座桥进行了 1比 4缩尺实材桥梁破坏试
验，其强度可满足“站满行人”的荷载要
求。

1 月 12 日，由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中南置地数字建筑联合研究中
心设计研发，与上海智慧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共同建造的 3D 打印混凝土
步行桥在上海落成。你敢来尝试吗？

这座桥采用了三维实体建模，桥
栏板形似飘带，与桥拱一起构筑出轻
盈优雅的体态，横卧在上海智慧湾池
塘上。桥面板上是珊瑚纹路，珊瑚纹
之间的空隙填充细石子，形成园林式
的路面。

整体桥梁工程用了两台机器臂 3D

打印系统，共用 450小时打印完成全部
混凝土构件。桥体由桥拱结构、桥栏
板、桥面板三部分组成，桥体结构分为
44 块，桥栏板分为 68 块，桥面板共 64
块，均通过打印制成。这些构件的打
印材料均为聚乙烯纤维混凝土添加多
种外加剂组成的复合材料，具有可控
的流变性，可满足打印需求。造价只
有普通桥梁造价的三分之二。

这座步行桥运用了我国自主开发
的混凝土 3D 打印系统技术，该系统由
数字建筑设计、打印路径生成、操作控
制系统等创新技术集成，具有工作稳
定性好、打印效率高、成型精度高、可
连续工作等特点。

桥体上安装了实时监测系统，可
即时收集桥梁受力及变形状态数据，
对于跟踪研究新型混凝土材料性能以
及打印构件的结构力学性能有实际作
用。

“有高度”融合“有温度”“天下事”讲成“身边事”

《深度中国》何以成为爆款课程

全国小汽车保有量
首次突破2亿辆
新能源汽车去年新增107万辆

33DD打印混凝土桥来了打印混凝土桥来了，，你敢走吗你敢走吗？？

华中科技大学思政课《深度中国》课堂。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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